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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西

法 院 公 告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市太兴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安阳市五恒置业有限
公司、宋栓军、李军林、李文林、李拴林：本院受理原告河南
安阳相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关支行诉你们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监督卡、开庭传
票。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依法裁判。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郭玉书、周香连：本院受理上诉人申平英、李新宇与被上诉
人郭玉书、董焕茹、周香莲、申志红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豫 05 民终 1937 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
请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领
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申永荣、齐合芹、邢丽敏、汤阴县易源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盛湛江、安阳中泰管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邢振伟、
颜立新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执行
异议之诉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5民终1939号
案件的民事裁定书。请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安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凯南：本院受理原告阮志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韩海军：本院受理靳海峰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公告送达（2020）豫 0523 民初 325 号案件的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春相：本院受理原告张秋风诉你健康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523民初138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晓歪：本院受理原告高九风诉你健康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523民初138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根据案件需要，我院定于2020年8月19日10时至8月

20日10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
taobao.com,户名：河南省安阳县人民法院），公开拍卖中海
山东物流有限公司名下车牌照为鲁B287SC别克牌商务汽
车一辆（该车查封在青岛市黄岛区港湾物流有限公司停车
场内），起拍价￥62405元，保证金￥12000元。标的物过户
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所涉及的一切税费、取车时
的各种费用及其可能存在的欠费均由买受人承担。咨询
电话：0372－3163890、15083055183；监督电话：0372－
3163891。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建华、王战伟、安阳中原冶金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王荣
彦、张秀菊：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安阳相州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
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一号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吉肇腾、朱亚静、李汉鹏、张山岭、李亚奇：本院受理原告濮
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惠静、刘世阳、吕利勇、黄奎印、邢彦顺：本院受理原告濮
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本英：本院受理原告王利平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号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新勇：本院受理原告齐伟亮诉你追偿权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孟轲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怀志、刘艳芬：本院受理原告陈彩霞诉被告李怀志、刘艳
芬、高心愿、李兰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928民初1709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怀志：本院受理原告陈彩霞诉被告李怀志、高心愿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0)豫0928民初17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怀志、刘艳芬：本院受理原告陈彩霞诉被告李怀志、刘艳
芬、高心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 0928 民初 171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善庆：本院受理原告程淑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928民初1549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宗帅：本院受理原告王爱先诉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濮
阳县五星法庭(胡状镇政府院内)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艮库：本院受理原告李海民诉孙艮库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928民
初11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濮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寇本科：本院受理的原告荣献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暨诉讼权利、义务通知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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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我与单东来
在延安相识。东来身上，有吐故
纳新的灵气、积极向上的志气、海
纳百川的大气。交往几十年来，
由浅识到深知，我从东来身上看
到了高风峻节，看到了绘画精神，
看到了中青年画家的风貌。

今年，东来已入六旬。“六十
而耳顺”，他已进入人生尤其是绘
画的黄金期。心与自然大道融
通，这可从东来所画的山水中体
现出来。

与东来初识时，他多画人物
画，也画些花鸟。我们相识后，他
不断与我一起研究探讨人物画的
个性要素和时代要求。那个时
期，他创作了不少具有时代特色
的人物画。记得在第一届“黄河
杯”书画展上，他的人物画“道钉”
获得了青年组一等奖。

东来是一个不太“安分”的
人。认识陈逸飞后，他又追随其
后，画起了油画。20世纪 90年代，
他又涉足山水画。对他不断变化
的画种与画风，我当时有些不太
理解。随着时间推移和工作变
化，我俩也很少见面了。

2009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
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东来的太行
山水画作品，立即被他浓重而淋
漓的情感所感染。他的作品清晰

地显示出他鲜明的艺术风格和笔
法语言，显示了他多年累积的艺术
功底和深厚的艺术修养。

东来是嗜好读书、博采众长、
勤于思考的人。或许是孤军奋战
的艺术经历，造就了他自学、自
省 、自 我 完 善 与 积 极 进 取 的 精
神。他当今的艺术状态是清醒
的、明确的。东来的作品既有具
体可感、有情有味的艺术形象，又
有品味不尽的时空交织，既有传
统的功力，又有时代的韵律，把中
国绘画与西方艺术巧妙地融合在
一起。东来把自身对个人成长经
历、社会时代发展及家族世代传
承的深切感悟，以及对山水的理
解融入画作，是当代一名平凡而又
不平凡的画家。

在看过的不少山水画作中，
我独为东来太行山作品的大气、
雄厚、朴实、阳刚所震撼。他的画
作有着鲜明的个性和特点：一是
情怀。他把积累了多年对山山水
水的观察、了解写入画中，使作品
充满了浓浓的情意。二是章法。
他的构图丰富多样，创作题材来
源于生活，生动、空灵、大气，笔墨
水分运用自如，自由活泼。三是
创新。他的画看似随意，也有点
不拘小节，但在变化中体现出自
然，充满灵气，节节相扣，让人耳

目一新。他是我所见过的画
太行山的画家中最好的，是唯
一。

东来以虔诚、真挚、沉静的
心态，表现出太行山深沉的历史
感和浩茫的宇宙感。用黑、密、
厚重的艺术语言和笔法，锻铸出
太行魂魄。以“天人合一”的理念
与人文相结合，绘写太行山区淳
朴的生活形态和人格精神。我为
东来在太行山水画创作中所取得
的成就感到欣慰与自豪。太行魂
魄，笔墨情缘，在他的笔下，表现
得如此撼动人心，如此个性鲜
明。他不愧为当今“北派”山水
画坛的代表人物和领军者。

目前在书画界，东来的声誉
越来越高，很多艺术家、艺术评
论家为其书法和绘画作品叫
好，这在我的意料之中。艺术
家永远要用作品说话。他那
一幅幅生动而又感人的作
品，一直感染着大众。

希望东来继续创作，
描绘新时代风采，描绘
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
艺术作品，在艺术道
路上越走越远。

太行山东来是
一峰，相信日后
他必成大器。

近日，军嫂陶某到郑州市公安
局二里岗分局户籍室航海东路服务站

办理户口迁入手续。民警郭玉洁得知其
丈夫因部队战备及抗洪防汛工作，无法请
假前来办理相关手续，而她又已经定好了
去外省办理迁移户口的机票，便开通拥军
优属快速通道，优先为其办理了所需手

续。陶某非常感激，说她感受到了作
为一名军人家属的光荣与自豪。

李景生摄影报道

近日，中牟县检察院组织开展迎八一拥军
慰问、与武警官兵联谊活动。图为武警官兵到
该院警示教育基地参观学习。丁珂 摄影报道


